
台糖公司工會聯合會 

第 23 屆第 1 次理事會會議紀錄 

一、 時 間：102年 01月 24日（星期四）下午 5時 

二、 地 點：台糖公司總管理處活動中心 3 樓會議室（台南市東區生產路 68 號） 

三、 主席：林裕發                           紀錄：陳昆昌 

四、 出席人員： 

林裕發、田賢堂、翁烔木、陳茂民、陳明根、吳安祥、林錦洲、黃志強、林陸權、

黃啟章、徐正中、李樹霖、郭超杰、黃俊雄、洪瑞精、黃西文、陳志弘、董東煌、

盧肇明、林燕鼐、胡益民。 

五、 列席人員： 

曾木火、林晃民、黃芳哲、陳清霖、蘇南通、陳昆昌。 

六、 主席報告：（略） 

七、 討論事項： 

第 1 案 

案 由：選舉本會第 23 屆常務理事，提請討論。 

說 明：應選出本會第 23 屆常務理事 7 位。 

決 議：選舉結果如下。 

第 2 案 

案 由：推選本會出席台糖公司職工福利委員會第 31 屆勞方代表委員人選案，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 依據台灣糖業公司職工福利委員會 101 年 10 月 15 日糖福總字第 101170 號

函暨本會 101年 12月 26日糖聯福字第 101002079號函辦理。 

二、 本會出席台糖公司職工福利委員會第 30 屆勞方代表委員任期至 102 年 2 月

姓名 得票數 工會別 姓名 得票數 工會別 姓名 得票數 工會別 

林裕發 21 台東 陳茂民 21 屏東 林錦洲 21 善化 

田賢堂 21 彰化 吳安祥 21 高雄縣 陳明根 21 月眉 

翁烔木 21 嘉義   



8日屆滿。 

三、 檢附台糖公司工會聯合會出席台糖公司職工福利委員會勞方委員推選辦法

（如附表一）及各會員工會推選出席台糖公司職工福利委員會第 31 屆勞方

委員（不含當然委員）名單 1份（如附表二）。 

辦 法：討論通過後，函復台灣糖業公司職工福利委員會。 

決 議：通過。 

第 3 案 

案 由：為本會會務人員聘任案，提請討論。 

說 明：檢附會務人員名冊（如附表三）。 

辦 法：討論通過後辦理聘任手續。 

決 議：通過，繼續聘任。 

八、 臨時動議：無。 

九、 散 會：同日下午 5 時 30 分。 

 



 

台糖公司工會聯合會 

出席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職工福利委員會勞方委員推選辦法 
                                                     92年 8月 6日第 19屆第 11次理事會會議訂定 

92年 9月 24日第 20屆第 1次會員代表大會修正通過 

95年 3月 22日第 20屆第 4次會員代表大會修正通過 

101年 2月 16日第 22屆第 3次會員代表大會修正通過 

第一條 本辦法依財團法人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職工福利委員會捐助暨組織規程（以下

簡稱職工福利委員會）第三條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職工福利委員會勞方委員之產生，由本會理事會推選之。 

第三條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員工具本會會員資格，年滿 20 歲，入會滿一年以上者，

得被推選為職工福利委員會勞方委員。 

第四條 職工福利委員會勞方委員應選名額，依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職工福利委員會章

程所訂名額之三分之二；任期 4 年，連選連任者不得超過三分之二。 

第五條 職工福利委員會勞方委員之推選，須有理事會理事三分之二以上出席方得推選

之；理事長、監事會召集人為當然委員，各區域工會至少保障 1 名（理事長、監

事會召集人所在區域除外）。 

第六條 勞方委員如有不盡職或違反會員代表大會、理事會之決議事項，損害本會名譽或

會員權益者，經監事會查證屬實，得提請理事會解除其委員職務，經出席理事二

分之一以上之同意，得以召回重新推派。 

第七條 第七條 本辦法經代表大會通過後，配合章程修正施行日起生效。但第 4 條自第

31 屆改選時起施行，修正時亦同。 

 

 

 

 

 

附表一 



 

附表二 

 
出席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職工福利委員會第 31屆勞方委員名單 

（本屆任期 4年，自 102年 2月 9日至 106年 2月 8日止） 

工會別 名額 服務單位 姓 名 性別 職稱 學歷 連絡電話 備註 

台北市企業工會 1名 
商品行銷事業部 

台北營業所 
范進興 男 業務管理員 高職 

單位：02-23061112＃306 

行動：0930075795 
 

月眉工會 1名 休閒遊憩事業部 陳明根 男 業務管理員 碩士 
單位：04-25574502 

行動：0921731164 
 

彰化企業工會 1名 台中區處 田賢堂 男 資產管理師 專科 
單位：04-8852113 

行動：0910-538245 
  

雲林工會 1名 
砂糖事業部 

虎尾糖廠 
駱文霖 男 

產副品管理

員 
專科 

單位：05-6322074 

行動：0928-777237 
  

嘉義工會 1名 嘉義區處資產課 鄭進昌 男 資產管理師 大學 
單位：05-3800739 

行動：0933-624620 
  

善化企業工會 1名 休閒遊憩事業部 鄭明智 男 行政管理員 高職 
單位：06-3660132 

行動：0933-671853 
 

台南市企業工會 1名 台糖研究所 鄭有福 男 電機技術員 專科 
單位：06-3378577 

行動：0928159079 
當然委員 

台南市企業工會 1名 
商銷事業部 

台南營業所 
劉仲興 男 業務管理師 大專 

單位：06-2155761 

行動：0932-719702 
  

高雄縣工會 1名 高雄區處 吳安祥 男 業務管理員 專科 
單位：07-5334762 

行動：0912-872103 
  

高雄市企業工會 1名 
砂糖事業部 

機電組 
林港明 男 組長 專科 

單位：078214161#245 

行動：0912269987 
  

屏東工會 1名 屏東區處 陳茂民 男 農務技術員 高農 
單位：08-7523652 

行動：0936417079 
  

屏東工會 1 名 屏東區處 黃志強 男 農場主任 高農 
單位：08-7523652 

行動：0911180456 
 

台東企業工會 1名 台東區處經理室 林裕發 男 企劃控制師 專科 
單位：089-239480 

行動：0932-656509 
當然委員 

花蓮工會 1名 
商品行銷事業部 

花蓮營業所 
林坤煉 男 業務管理員 高職 

單位：03-8523650 

行動：0928-843017 
  

備註：台糖公司職工福利委員會第 30屆勞方委員為（任期至 102年 2月 8日屆滿）： 范進興、陳明根、

田賢堂、駱文霖、鄭進昌、林錦洲、姜惠銘、劉仲興、鄭有福、吳安祥、林港明、陳茂民、林裕發、林

坤煉。 



附表三   
 

本會會務人員名冊 

 

職稱 姓名 性別 學歷 經歷 
到會 

日期 
備註 

總幹事 曾木火 男 大學 組長 101.04.16  

組織文宣組

組長 
林晃民 男 專科 管理師 93.01.01  

組織文宣組 

幹事 
陳昆昌 男 專科 管理師 100.07.01  

組織文宣組 

幹事 
蘇南通 男 專科 管理師 99.04.16  

福利服務組

兼主計組長 
黃芳哲 男 專科 管理師 101.07.16 兼任 

福利服務組 

幹事 
楊義順 男 專科 管理師 97.01.01  

主計 葉粧芬 女 大學 管理師 97.03.16  

總務組 

組長 
陳清霖 男 專科 管理師 93.01.01  

總務組 

出納 
陳合華 女 高職 庶務員 84.08.01  


